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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麻鸭爱上这片赤麻鸭爱上这片““海海””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蓝色的天，金色的芦苇，泛着冰花的“海
面”，时至冬至，乌梁素海油画般美丽。水面
已冻得结实，行走在冰面，好像走在巨型的夹
心果冻上，脚下几米厚的透明冰层里，被冻住
的水草看起来和夏天没有什么区别。

“嘎”远处传来一个声音。“你看那边。”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周边的马海明指着远处
说。顺着指向看去，黑白棕三色相间的赤麻
鸭站成一排排，像是在等待检阅一般。“这群
鸟有上万只。”已经坚持鸟类保护30多年的
马海明看它们如同看见自己的孩子。

近年来，每逢冬季，乌梁素海便会迎来一
群特殊的“客人”——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名录》的“三有动物”赤麻鸭，它们聚
集在这里栖息过冬，直到来年春暖花开才离
开。它们的到来不仅为冬季清冷的河流增添
了一份活力，更成为乌梁素海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赤麻鸭所选择的栖息地必须是温度、水
质、环境都好的地方，所以，这也从侧面反映
了乌梁素海的生态环境达到了赤麻鸭生活的

要求。”马海明说，没有适宜的栖息地和足够
的食物，赤麻鸭是不会留下的。

而在十几年前，含有化肥农药的农田退
水、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入乌梁素海，
乌梁素海富营养化导致水体污染，这里一度
是“千山鸟飞绝”的凄冷景象。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坚定践行新发展理
念，围绕强化保障措施，成立了乌梁素海综合
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乌梁素海生态保
护中心，制定了乌梁素海综合治理的实施意
见和13个配套办法，成立了巴彦淖尔市生态
治理和绿色发展院士专家工作站。将乌梁素
海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旗县区和市直部门实绩
考核范围，考核比重逐年增加。

在乌梁素海湖区，实施生态补水、入海前
湿地净化、网格水道、芦苇加工转化等工程，
促进水体循环，改善湖区水质。在原有20个
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基础上，新建18个站点，
对各排干沟入总排干口、人工湿地、乌梁素海
周边入海口等重要节点进行实时监控。

在湖区周边，强力推进乌拉山生态修复
和乌拉特草原自然修复。关停整顿一批破坏
生态、违法违规矿山企业，通过料堆削坡整
形、采坑回填、撒种草籽和植树造林等措施进
行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乌拉特草原

严格执行基本草原保护、草畜平衡和禁牧休
牧轮牧制度，全面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对集中连片、功能退化的草原生态系
统进行修复整治。同时，制定颁布巴彦淖尔
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
例，公安、海事、保护站、护海大队定期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对乌梁素海水域展开巡航检查。

经过多年的系统性流域综合治理，如今
的乌梁素海南北长35—40公里，东西长5—
10公里，水域面积293平方公里，最大库容达
到5.5亿立方米，湖区有各种鸟类264种（其
中国家一类保护鸟类9种，二类保护鸟类36
种），鱼类22种。据介绍，2020年乌梁素海的
水质全年优于五类，部分区域、部分时段、部
分水质指标达到了四类、三类、二类。

“赤麻鸭现在把乌梁素海当西湖了。”马
海明继续介绍着，它们过去主要在尔善温泉
过冬，这几年聚集在乌梁素海和沿黄湿地过
冬。

赤麻鸭爱上这片“海”，因为这里的生态
环境向好。“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
让那些美丽的鸟儿都来栖息，把人类最好的
家园给予它们，让这些美丽的鸟儿与我们共
享同一个家园，而不要让它们仅仅成为过
客。”马海明说。

溧阳市地处江苏西南部。近年来，当地统筹推
进公园城市建设，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崭新画卷
正徐徐铺展。

“家门口就有好看的公园。”在溧阳焦尾琴公
园，市民滕菲一边散步一边拍照，“现在周围的公园
越来越多，环境是真的好。”

拥有南山、曹山、瓦屋山、天目湖、长荡湖等山
水资源，溧阳形成了“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自然格
局。在良好的生态基础上，溧阳提出建设“基于精
致山水的公园城市”的目标，以公园城市建设统筹
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努力实现景城相融、人城和
谐。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溧阳力求做到共商、共建、
共治、共享、共融，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
根本出发点，力争满足各层次、各群体的个性化需
求。“群众需要什么就建什么，群众缺什么就补什
么，要把‘城市的核心是人’作为公园城市建设的重
中之重。”溧阳市委书记徐华勤说。

公园城市并不等于只有公园，但必须要有足够
的公园。围绕全域“10分钟入园”的目标，溧阳均
衡布局城市公园、社区公园、郊野公园等各类公园，
构建全域公园体系。在溧阳，推窗见绿，出门即景，
街边公园随处可见，马路两旁绿树成荫。一条“溧
阳琴廊”纵贯南北，不仅改变了周边城区风貌，还串
联起城市间的大小景区，“城中景”与“景中城”相映
成趣，生态绿意融入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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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溧阳打造公园城市、推进全域旅游——

让绿意融入大街小巷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采访对象：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包思勤
黄河几字弯地区指黄河经由陕西、甘肃、宁夏、

山西、内蒙古5省区所形成的几字地带。
黄河内蒙古段位于黄河几字弯上半部分，地理

位置独特，流域面积广阔，自然资源富集，城镇和产
业集中，生态地位、经济地位、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黄河内蒙古段如何
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记者采访了内蒙古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包思勤。

记者：黄河内蒙古段具有怎样的生态地位？
包思勤：黄河流经内蒙古843.5公里，占黄河

总长度的 15.4%，流域覆盖内蒙古中西部 7个盟
市。从生态地位看，黄河从宁蒙界都思兔河口流入
内蒙古，穿行于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毛乌素
沙地和河套灌区及土默川平原，并在阴山南麓与鄂
尔多斯高原之间形成巨大“几”字弯，地形地貌多
样，分布有平原、山地、丘陵、湖泊、湿地、沙漠等，是
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也是内蒙古生态脆弱
区。

黄河沿岸阴山山脉和贺兰山山脉是流域农牧
业的天然分界线，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

记者：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我区该怎么做？

包思勤：内蒙古黄河流域不仅是我国北方重要
的生态功能区，也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
区、优势区和先行区。推动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在高质量发展中
实现高水平保护、在高水平保护中促进高质量发
展。

加强流域生态环境整体保护和协同治理。要
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持“四水四
定”原则，强化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坚持
不懈推进黄河安澜体系建设。巩固绿进沙退的良
好态势，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加快构
建坚实稳固、支撑有力的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依托内蒙古
黄河流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实际，着
力推动转方式、换动能、提质量，构建形成符合大保
护战略定位、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体现内蒙古优
势特色的现代经济体系。

在高水平保护中推动
我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鉴学】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李国萍）为
加强行业生态环保工作，践行邮政快递业绿色
发展理念，鄂尔多斯市邮政管理局多措并举，
全力推动落实全市邮政业生态环保“2582”工
程。目前，全市快递企业基本不再使用超标包
装袋，库存超标包装袋已清零。

从今年年初开始，鄂尔多斯市邮政管理局
重点围绕重金属和特定物质超标包装专项治
理、邮件快件过度包装和随意包装专项治理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持续强化快递包装制度供
给、深化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加强电商和快递
规范管理、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范快
递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此外，通过随机抽
查、现场查看等形式，对场所的快递绿色包装、
循环中转袋使用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截至目前，全市邮政快递企业电子运单使
用率已超过99.15%；98%的电商快件不再二
次包装；可循环快递箱（盒）使用量新增1.201
万个，提前达到年度任务目标量化分解要求；
全市新增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的寄递服务网
点60个；配置新能源汽车62台。

鄂尔多斯市：
邮政快递业
库存超标包装袋全部清零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
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牧
区饮水安全保障水平，2021年，敖汉旗强化推
进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工作，成效显著。

据悉，在现有饮水安全工程基础上，敖汉
旗继续落实农村牧区饮水保障工程，稳步实施
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小型工程标准化改造和
老旧管网提升改造。积极争取中央财政维修
养护专项资金200万元用于已建饮水安全工
程维修养护。利用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76万
元实施了古鲁板蒿镇西湾子村、金厂沟梁镇杨
杖子村饮水安全工程，2个行政村共1000人
吃上自来水。与此同时，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
饮水安全成果，争取乡村振兴资金1900万元，
实施安全饮水工程47处，解决3.8万人的饮水
安全问题。争取京蒙帮扶资金80万元，新建
了四家子镇林家地安全饮水工程。投资63万
元对北六乡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工程进行了维
修，确保长效运行。

敖汉旗：
扎实推进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工作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
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年来，乌兰察布市
察右中旗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全力做好“水”
文章，增强群众“幸福河湖”获得感。

据悉，今年察右中旗对全旗街巷自来水管
网进行升级改造，累计投资9320万元，新建自
来水管网33公里，新建配套泵房4座，扩建储
水池5000立方米；分批次在科布尔镇城区建
设雨水和生活污水分离管道，解决城区雨季内
涝问题，今年 9月底已完成一期工程 18.8 公
里；今年9月底，东、西工业园区新开通自来水
管线、中水管线4.3公里，居民生活用水实现统
一供给。同时，封停企业自备井24眼，新建工
业污水处理厂1处，企业生产用水全部置换为
中水，东、西工业园区用水问题得以解决。

察右中旗：
做好“水”文章 增强群众获得感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霍晓庆）记
者从阿拉善盟林业和草原局获悉，通过实施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全盟共聘用2000余农
牧民为护林员，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护林员
200余人，管护工资达每年3.6万元。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国家实施的一项长
期惠民政策，在加强生态建设、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
用。为保障广大林农的知情权和收益权，阿拉
善盟以嘎查为单位，通过政府网站和微信公众
号两个网络平台对公益林区禁牧情况、资源情
况、资金发放情况、人员信息情况、管护责任落
实情况等内容进行公示，形成相互制约的监督
形式，提高了补偿资金的兑现率，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各项工作更好发展。

阿拉善盟：
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促农增收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李洋洋 杨雅峰 摄影报道

这里主峰海拔高达1392.1米，素
有“兴安盟屋脊”之称；这里森林覆盖
率达50.3%，荣获“中国天然氧吧”称
号。这里就是兴安盟突泉县老头山自
然保护区。

今年入冬以来，突泉县连续降了
几场雪，为老头山自然保护区披上了
一身银装。

大山不言美，美在其中。老头山
自然保护区位于突泉县城西北部，总
面积31442公顷，保护区内自然资源
丰富、地质景观独特、群山连绵、风景

如画。近年来，突泉县持续加大老头
山自然保护区建设与保护野生动物工
作，不断强化管护措施，充分结合“爱
鸟周”及“动保宣传月”、森林草原防火
期等大力开展以森林防火、保护野生
动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等
为主题的宣教活动。同时，对保护区
内动植物实行动态监测，安排专人全
天候开展巡护，对破坏森林资源及非
法捕猎野生动物行为及时制止。

保护区内林木资源丰富，森林覆
盖率达50.3%。据科考统计，有维管束
植物525种，有紫椴、北五味子等国家、
自治区重点保护植物10种。有脊椎动
物97种，其中鸟类就有近70种，现存
金雕、猞猁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4种。

雪后初霁的老头山。

仿佛来到人间仙境。

银色世界。

落霞与雪峰相映落霞与雪峰相映。。

夕阳下的岱海夕阳下的岱海。。 （（自治区水利厅提供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云海伴雾凇云海伴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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